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導讀內容

• 20200821薰法香心得與應用《法華經·
藥王菩薩本事品第二十三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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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人手札

•如來聖道所托，恆古長夜之間，

•菩薩悲憫眾生，業力牽絆迷思。

•悲心柔懷情切，入群扶眾牽引，

•向正道法精進，大道平坦正行。

•20200821薰法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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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文複習：

•「受持讀誦思惟是經，為他人說，
所得福德無量無邊，火不能焚，水
不能漂，汝之功德，千佛共說不能
令盡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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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文：

•「汝今已能破諸魔賊，壞生死軍，
諸餘怨敵皆悉摧滅。善男子！百千
諸佛，以神通力共守護汝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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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文解釋：

•「汝今已能破諸魔賊」；魔有四種，
所謂五蘊魔、煩惱魔、死魔、天魔。

•前三內魔，四是外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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藥王菩薩 髻珠喻 心經

五蘊魔 四魔 煩惱魔

死魔 如何降伏 天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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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人手札

•如來聖道所托，恆古長夜之間，

•菩薩悲憫眾生，業力牽絆迷思。

•悲心柔懷情切，入群扶眾牽引，

•向正道法精進，大道平坦正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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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的本懷
教菩薩法
佛所護念
法華經
菩薩道



如來聖道所托，恆古長夜之間

•佛陀，如來出現人間，一生投入人間，為了
一大事來教導眾生，人人要有這樣的思想，
方向。

•佛陀用心來開示，只一個盼望：眾生也真心
來受教，能夠知見。佛陀的用心開示，眾生
受教知見，佛知、佛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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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來聖道所托，恆古長夜之間

•我們有與佛同等，看待天地宇宙人間道理。

•只要我們用心，用心者道同見，大家看的全
都一樣，只要與佛同心，回歸本性，所看的
道理都一樣。

•道理，千古不變。我們眾生若能夠依佛教化，
我們隨道而行，心地風光都一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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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來聖道所托，恆古長夜之間

•《法華經》就是這樣，這條道路這麼開闊、
這麼遠，而且沿途的境界都已經鋪排好了，
也開發清楚了，只要我們用心，心地風光一
樣，還是照這樣走下去。

•若如此，這如來所託的聖道，我們恆古長夜
之間，不管漫漫的、長長的長夜，只要前面
有在走，就有足跡，就有燈光，跟好不怕路
暗，總是向前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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菩薩悲憫眾生，業力牽絆迷思

• 菩薩他悲憫眾生，就是要來人間；眾生心迷暗，很
迷，迷茫。這長長的長夜，我們菩薩就是要發心，
繼續佛陀委託未完的道路，我們要繼續開，繼續走，
這就是菩薩心。佛陀所委託，菩薩心要接受往前前
進。菩薩的心是什麼心？悲憫心。不忍眾生迷茫糊
塗，造業受苦，菩薩不忍心眾生苦啊！我們要用方
便法，即時來引道帶路，能帶他走上安全的路，跟
他們說，真正佛道還有很遠的路要走，大家挺起胸
來，方向對準，向前精進，這就是菩薩來引度眾生，
悲憫，循循善誘眾生的方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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菩薩悲憫眾生，業力牽絆迷思

• 菩薩他悲憫眾生，就是要來人間；眾生心迷暗，很
迷，迷茫。這長長的長夜，我們菩薩就是要發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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菩薩悲憫眾生，業力牽絆迷思

• 所以眾生被這個業力牽絆著。眾生就是迷失了，已
經迷失了他的思想方向，所以我們才要不斷地牽教，
不斷地呼喚，這樣要讓他走對的路。我們向前面走，
他們後面跟著，我們還擔心他們沒跟上，還要頻頻
回過頭來，再叫他一下，「來，要跟好，跟著這聲
音走，隨這足跡不可偏差。」就是要這樣循循善誘。

• 所以前面要跟，我們還更加要跟，因為我們還是凡
夫，需要上求，需要下化，要牽引，但是向上還要
再不斷求，「上求下化」，這叫做菩薩，覺有情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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悲心柔懷情切，入群扶眾牽引

•覺有情，菩薩就是有這分的悲心，就是不忍眾
生苦，所以我們還留著與世間有情，所以不求
自己解脫，總是要留情在後面，才有辦法再引
度他人，所以菩薩叫做覺有情，要留情在人間，
但是他要覺悟，他要向上不斷求精進，這叫覺
有情，而覺有情的人要有悲心，「人傷我痛，
人苦我悲」，不忍眾生受苦難，所以他要有這
分柔懷情切，要很溫柔，體諒眾生苦，這分情
很悲切，所以不忍心不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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悲心柔懷情切，入群扶眾牽引

•所以他就要「入群扶眾牽引」，他就要入群，
要去好好輔導眾生，慢慢去牽引他，陪伴眾生。

•在這種勘忍的世間，這是菩薩慈悲，他還是在
這勘忍世界，娑婆世界來度、來教化。這就是
釋迦牟尼佛，他慈悲選擇娑婆勘忍的世界，還
要有發心的菩薩，陪伴釋迦佛在人間度化。

•印尼與美國的疫情加天災事例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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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正道法精進，大道平坦正行

•這，救人真的有很多事情要做，辛苦事多啊！
「苦既拔已，復為說法」，還要向他們說法，
就像印尼一樣，菲律賓、馬來西亞，這疫情
一直一直在進行中。在進行的過程中，還是
用靜思語，還有，可以的話，如何能讓他們
接觸到，好好素食，愛護生命，懂得齋戒，
他們在盡量能接觸到範圍內，救災的同時也
要救心，提倡齋戒，呼籲素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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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正道法精進，大道平坦正行

•人要有這勇氣，將這欲，口欲斷掉，五穀雜
糧就能夠健康身體，不用動物，來給人吃，
人吃動物，那種食物鏈的誘惑，入我們口中。
人有人世界的健康，動物有動物生命的權力，
不受傷殺；而人不要去侵入動物的世界，人
有人的平安健康，沒有病痛，不必有瘟疫的
機會。所以人若能覺悟，向正道法精進，自
然大道平坦正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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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正道法精進，大道平坦正行

•就是法華經中也要教育，過去的教育包含著
這些文字的意義來教我們，現在也是如此，
希望我們人的心要正向、正道法。

•這是每一天要有的方向，要進步，所以我們
要受持讀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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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文複習：

•「受持讀誦思惟是經，為他人說，
所得福德無量無邊，火不能焚，水
不能漂，汝之功德，千佛共說不能
令盡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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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持讀誦思惟是經，為他人說

•我們要好好來讀誦這部經，我們才能夠正方
向不偏差，條條是道，但是回歸入「法華」。

•在這個時代就是大家要回入「法華」，這條
的大通直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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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持讀誦思惟是經，為他人說

•我們一方面走對路了，一方面要回過頭來跟大
家說，「走好，從這邊來。」所以，「為他人
說，所得福德無量無邊」。這樣，我們一方面
自己修行，一方面顧別人方向不可偏差，這樣
真的是功德啊！「功」就是下功夫，向前走得
準；「德」就是我們路有正確了，向後面照顧，
這就是德。我們的德行，除了顧自己的方向準，
還要再顧別人，來引導他人。我們得，後面要
教，這叫做德。所以福德，造福的德，能夠顧
人就是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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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得福德無量無邊

•向前前進沒有偏差，這條路我們很熟，這就
是得，得就是德，得到這條路的方向正確，
這是我們所得到。所得到道理、教法我們清
楚，是我們所得到的。就像這條路我們很熟，
我們還能夠引導別人走，同樣的道理。所以，
「福德無量無邊」。我們能夠引導很多人，
結很多的好緣，所以「福德無量無邊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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火不能焚，水不能漂

•所以，「火不能焚」，火不能燒到。「水不
能漂」。這是表示那個忍力，路很長，尤其
是不好走，菩薩路不好走，你要堪忍、堪忍，
不斷要堪忍。所以，不論是就像火的煎熬，
我們也要經得起不怕火來烘我們、來燒我們，
總是赴湯蹈火，我們也是知道路是在那裡。
這個地方路很難走，我們也要過，所以就要
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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汝之功德，千佛共說不能令盡

•所以說起來，火不能燒，水不能漂，就是不
論是遇到什麼樣坎坷的環境，譬如火與水，
我們都不會去受到影響，堅心立志，不受中
途種種環境來影響我們。所以才譬喻「火不
能燒，水不能漂」，就是忍的功夫。「汝之
功德，千佛共說不能令盡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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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文：

•「汝今已能破諸魔賊，壞生死軍，
諸餘怨敵皆悉摧滅。善男子！百千
諸佛，以神通力共守護汝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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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文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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諸餘怨敵皆悉摧滅。善男子！百千
諸佛，以神通力共守護汝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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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文：

•「汝今已能破諸魔賊，壞生死軍，
諸餘怨敵皆悉摧滅。善男子！百千
諸佛，以神通力共守護汝。」

29

如來聖道所托，恆古長夜之間，
菩薩悲憫眾生，業力牽絆迷思。
悲心柔懷情切，入群扶眾牽引，
向正道法精進，大道平坦正行。

受持讀誦思惟是經，
為他人說



受持讀誦思惟是經，為他人說

•又覩諸佛，聖主師子，演說經典，微妙第一，
其聲清淨，出柔軟音，教諸菩薩，無數億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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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照這部經說法，
才是正法，方向
正確，不偏差的
菩薩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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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來亦復如是。於三界中為大法王。
以法教化一切眾生。見賢聖軍與五
陰魔。煩惱魔。死魔共戰。有大功
勳。滅三毒。出三界。破魔網。爾
時如來亦大歡喜。此法華經。能令
眾生至一切智。一切世間多怨難信。
先所未說。而今說之。
《法華經安樂行品第十四》

四魔 :五陰魔、煩惱魔、死魔、天魔



汝今已能破諸魔賊

•這段文要用心，就說，「汝今已能破諸魔賊」，
就是我們的心。剛剛前面說火、水啊，其實過
程的辛苦，就像我們將要修行，除了有形的環
境，種種很辛苦，有人讚歎，但是也有人阻礙。
若能夠撥開了阻礙，不怕人家的阻礙，我們道
心堅固，精進向前，對的事情就是不受阻礙，
層層的難關層層過，為救度眾生，菩薩道難走
還是克服走過去，這樣不論什麼樣的障礙。魔
的意思就是障礙，或者是毀謗，或者是種種困
難，我們都有辦法克服，這個叫做「破魔賊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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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會影響我們的道心，要來阻礙我們的道，或者是擾
亂我們的心，讓我們走不成功，讓我們所要做的事
情……。常常一句話告訴大家：「我們要做來囤
喔！」做來囤的意思，就是平時我們要好好用功精
進，遇到什麼事情你的心能夠穩定，不受影響，所
以平時就要做來囤。修行要了解一些修行的過程，
遇到事情你就不會很快就受到障礙，而我們就放棄；
修行要修出一番堅定的毅力，所以不受魔，不會受
那個障礙的聲音，打消了我們向前前進的毅力，就
不會去讓它阻礙到我們，我們還是向前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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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文解釋：

•「汝今已能破諸魔賊」；魔有四種，
所謂五蘊魔、煩惱魔、死魔、天魔。

•前三內魔，四是外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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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文解釋：

•「汝今已能破諸魔賊」；魔有四種，
所謂五蘊魔、煩惱魔、死魔、天魔。

•前三內魔，四是外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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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魔指奪取人之身命
及慧命之四種魔



四魔

•一、煩惱魔，貪瞋癡慢疑等煩惱，能惱害身心，
故名魔。

•二、陰魔，又云五眾魔，色受想行識等五陰，
能生種種之苦惱，故名魔。

•三、死魔，死能斷人命之懼苦，故名魔。

•四、他化自在天魔，能害人之善事，故名魔。
• 薰法香心得札記(二○一五年五月二十四日星期日)《譬喻品第三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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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蘊魔

•「五蘊」就是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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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蘊

•色蘊指形色，形形色色物質

•受蘊指感受，喜怒哀樂情緒

•想蘊指思想，內心思慮想法

•行蘊指行動，行為行動運行

•識蘊指業識，意識我識藏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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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蘊(不同人的例子)

凡夫/俗人 環保菩薩 灰色作家 吃素行者

色 買衣服/珠寶 愛地球 灰色人生 光明照耀人間

受 情緒起伏/憂喜 不忍受毀傷 悲傷 大慈悲心

想 得失心重/煩惱 少欲少買 悲觀/消沉 覺有情的心態

行 被習氣牽引 做環保救地球 獨善其身 積極付出行動

識 執著/造惡業種 清淨/善業種 我執/不能解脫 清淨/善業/解脫
39



人生是灰色的

•一位作家來訪，表示常感到人生是灰色的。
•上人：「人生本來就是灰色的，但我們要用覺
有情的心態去看待，用悲心看人間，用光明照
耀灰暗。我對人生也很「悲觀」，因為「悲」
心至極，就會把握時間致力於世界和平。雖悲
觀但要積極付出行動，否則會一直消沉，或停
滯於悲傷之中，變成獨善其身。」

•用悲心看人間，用光明照灰暗
•恭錄自 證嚴法師說法無量義無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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色受想行識—心遠地自偏

•結廬在人境，而無車馬喧。

•問君何能爾？心遠地自偏。

•採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。

•山氣日夕佳，飛鳥相與還。

•此中有真意，欲辯已忘言。

• --陶淵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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色受想行識—事去心隨空

•風來疏竹，風過而竹不留聲；

•雁度寒潭，雁去而潭不留影。

•故君子事來而心始現，事去而心隨空。

•《菜根譚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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煩惱魔

•煩惱，我們在人間哪一個凡夫沒有煩惱呢？
我們要修行，我們就是要一一克服心靈的煩
惱，我們要如何去將它克服過。這叫做「煩
惱魔」，貪、瞋、癡、慢、疑，這些都是煩
惱，要如何去將它克服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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死魔

•「死魔」；死，死也不可怕，只要在自然法則
之中。

•所以說死，這個身軀，靈魂要脫體，其實不可
怕，只要我們活著的時候，利用我們的身體去
做一切利益人群的事，不能去傷害身體，故意
自我傷害。為人群我們要積極，這是父母給我
們的身，父母給我們的身體，我們回報父母恩，
給我們一個有用、利益人群的身，所以叫做盡
孝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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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然法則

•所以，到了臨終、死的那時候，沒有煩惱，
這輩子做得心安理得。這個身軀為人群，也
將它照顧得好，所以到最後他沒有煩惱困擾
他。所以，死魔找他不到。死，是很輕鬆的
事情，只要我們平時照顧好。就像睡著了，
大家晚上也都要睡啊，很自然長眠。這沒有
困難，飄飄然，不是有什麼樣的辛苦，很飄
然的，只要你顧好身體，讓它很自然的，這
叫做自然法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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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大愛，去來自在

•修行很清楚，來去自如，愛；去了，再來愛
天下之愛，不是家庭那個牽掛的愛，是愛天
下人生的愛，所以我們很自然去來自在。這
就是死，並不可怕，就是這樣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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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魔

•天子魔（梵 deva-putra-māra，巴 deva-
putta-māra），又稱他化自在天子魔、天
魔。即欲界第六天之魔王，能害人善事，憎
嫉賢聖法，作種種擾亂事，令修行人不得成
就出世善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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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魔

•「天魔」，最怕的…，他用種種的欲來誘引
我們，讓我們捨不得，讓我們就是心到了最
後亂掉，這是心魔、天魔。

•所以我們平時要好好修行，方向要對準，人
間多結好緣，行菩薩道。《法華經》這條道
路很直，讓我們思想正確，是道非道很清楚，
所以就不會受天魔來擾亂。所以我們要破魔，
就是在這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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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魔是外魔

•前三是內魔，比如五蘊魔、煩惱魔、死魔，
那都是在內心的。「四是外魔」，外面的只
是天魔，在外面在誘引我們，我們若好好的
修好，就沒有什麼樣的障礙，外魔也不會來
障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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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這五蘊，既來生了，了解法就安然自在。所
以五蘊，在平常的日常的生活，面對著環境，
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，這些我們修行所有的，
轉識成智；已經日常平時的知識轉為智慧，
就沒有掛礙，「無罣礙故，無有恐怖」，五
蘊就全都沒有了，就是破掉了，就沒有煩惱。
所以說起來，我們學佛要知見、正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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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「魔亦可比喻為煩惱」。所以，魔亦可譬喻
叫做煩惱；煩惱一起就是著魔了。魔來擾亂，
讓我們心中很多煩惱。所以我們要隨時破魔，
不要有煩惱在我們的身上，沒有煩惱，我們
就沒有魔事。所以，「故轉稱斷滅煩惱為
『破魔』」，叫做破魔。

•去除自己的煩惱就是叫做破魔，沒有煩惱賊
在我們的身上，就沒有魔軍在我們的周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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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慧箭，破魔賊

•我以智慧箭，修定智慧力，摧破魔軍。自劫
家寶。了性空寂，根塵清淨，外魔不作，內
障潛消，名破魔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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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
照見五蘊皆空，度一切苦厄

• 觀自在菩薩在修行時，透過長時間不斷地自我觀照，
全面反省，思考檢討，過程就像將自己朦朧的身心，
毫無掩飾地站在一面清晰明亮的鏡子前面，從頭到腳，
從裡到外，從思想到行為，逐一檢視，一次又一次。

• 直到可以把「物質、感受、想法、行為、判斷」這五
種影響見地的因素全部都看清楚，不受影響，洞察真
實，內心透徹。

• 了解到一切現象都是各種因緣合和而成，當環境改變，
條件改變，現象也會跟著改變。

• 學會了放下以自我為中心的思維，不再有任何的執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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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
照見五蘊皆空，度一切苦厄
• 因為無私無我，因為沒有了影響自己見地的負面因素，
沒有了遮蔽智慧的因素，看清了宇宙萬事萬物以及人
與人之間的種種互動行為，他深深了解各種因緣為何
而生，因何而滅，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的道理。自己
不再苦惱，不再有任何困擾自己的災厄。

• 菩薩就是能自覺覺他，自渡渡人的有情眾生。他們是
一群努力讓這世界更明朗、健康、美麗、富足的人。
擁有信心，奉獻愛心，傳播善法，分擔痛苦，給人快
樂，付出無所求。觀自在菩薩是一位發心的大菩薩，
常懷憐憫眾生的悲心，發願渡化眾生，使眾生能夠認
清生老病死種種苦痛，能夠從貪瞋癡的苦厄與煩惱中
得解脫。 54



我以智慧箭，修定智慧力，摧破魔軍

•心要有定，靜而定，這是修行的方向。所以，
「我以智慧箭，修定智慧力，摧破魔軍」。
佛陀他這樣形容，他說用智慧的箭，就是破
除煩惱。這就要提起智慧的力量對準方向，
就像一支箭這樣射過去，過程沒有受障礙；
要能這樣，修行起點與終點就是要對準，才
摧破煩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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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劫家寶

•這「自劫家寶」。「了性空寂」是了性空寂
靜。我們的煩惱，就是自己消耗掉自己的本
性。其實本性人人本具，是我們自己破壞了
我們原有的本性。我們自己本來就有善念，
但是往往一念偏了，這個善念我們自己，自
己破壞掉了，去順從魔，外面那個煩惱的誘
引。我們將自己那個善念、善方向，我們自
己偏差了，這叫做「自劫家寶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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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劫家寶

•所以我們能夠了解性空寂，這就是我們要知
道，凡事不可去受欲將我們牽引了。就像現
在一直在說，這一波靈方妙藥，那就是茹素；
能夠茹素是給我們一個完整的愛，愛護動物、
保護身體，這麼的完整。卻是口欲，口欲讓
我們無法禁止，這個叫做「自劫家寶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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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性空寂

•所以我們應該要知道「了性空寂」，了性空
寂，我們大家要了解，我們的性就是空寂。

•要了性空寂，光是這個吃的東西想通了，這
當中也能夠叫做「了性空寂」。

•所以我們只是起心動念，我們起一個念頭，
自然了性空寂。不要起貪念，眼對色，眼根
與色，不必讓它誘引了，我性空寂，它與我
沒有關係，空寂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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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塵清淨

•所以，「根塵清淨」。「根塵清淨」，六根
的根，塵清淨。所以，「外魔不作，內障潛
消」。外魔就沒辦法、沒機會可來擾亂；我
們內在的障礙，就已經消掉了，外，不能進
來；內的，自然就這樣沉掉了，就沒了。所
以，名叫做破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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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文解釋：

•「壞生死軍」；有貪瞋癡、造身口業，則受
生死。

•塵既不緣，根無所對，生死軍壞。

•生死軍：即無明六識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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壞生死軍

•生死軍，那就是「有貪瞋癡、造身口業，則受生
死」。這就是在我們生的時候，到死這個中間，我
們很容易犯的錯誤就是在貪、瞋、癡，這就是心。
而口呢？口就是惡口、妄言、綺語、兩舌，還又吞
食一切眾生命。那身呢？殺、盜、淫。這都是叫做
生死之間我們所造作的。我們若好好修行，這些，
我們自己反惡為善，就不會去被這些魔擾亂到我們。
所以我們反惡為善，有惡的就趕快去除；做了，悔
過了，這叫做悔過自新，向前精進。這樣，就是哪
怕有生死，也沒有魔軍來糾纏我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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塵既不緣，根無所對

•所以，「塵既不緣，根無所對」，這個根就無
所對。我們這些煩惱，塵就是煩惱（染濁）。
煩惱，外面的色與我們的根，我們若沒有去接
觸它，就是接觸了，也沒有去接受它，這樣就
不會生出了：這個東西我貪。貪在其中，貪，
動作是在我們的身根，有是它有，我沒有貪念，
自然我就不會起貪心要去取有，自然就沒有。
所以，「塵既不緣」，當中這個緣將它斷了，
根就無所對，就不會去接觸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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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性空寂，根塵清淨圖解

五根/五

塵/五識

六識/接

收/影響

七識/思

考/分別

八識/善

惡/收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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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計防水、防塵、
過濾、防污染機制，
如蓮花般出泥不染

苦空、無常、無我
無分別、無生法忍
無無明，五分法身

清淨、光明、正念
善念、精進、禪定
信願行、行菩薩道

第五識

阿賴耶識

第六識

末那識

第九識，根本識，
庵摩羅識，清淨無垢識，本識，宅識



• 以前讀經，讀到：「其國菩薩，無量千億，諸聲聞眾，
亦復無數。無有魔事，雖有魔及魔民，皆護佛法。」

• 就覺得很羨慕，很棒，雖有魔及魔民，皆護佛法。這
是這麼做到的？上人為我們講的清清楚楚。因為，迦
葉以前修行時，在欲界修苦行為因，故其果報上亦無
貪著五欲。等於在欲界時，沒有與魔結下不好的因，
這些魔及魔王都很佩服，所以皆護持他。(大魔王波旬
在欲界最高的他化自在天，要出欲界，一定要過他這
一關。出了欲界就到了色界，四禪天就是在色界中，
如果悟得五蘊皆空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就出色界到
無色界。如果再悟得無無明亦無無明盡，乃至無老死
亦無老死盡，悟十二因緣法，可以出無色界，即出生
死輪迴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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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所以這是迦葉，「迦葉尊者以修頭陀苦行為
因」，這輩子他就是這樣，生活很清淡，清
修苦行。不只是生活上的清修苦行，他的心
也是一樣很清淨，不會受外面的境界污染所
搖動他的心。「故其果報上亦無貪著五欲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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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行抖擻

•另一個他不會碰到魔事的原因是「因行抖
擻」，很認真的行善，這種精進的力量我稱
之為防水(防污)的功能。

•「又因行抖擻」，非常認真，這麼認真善行，
所以他能完全不會惹到魔事。精進，抖擻就
是很精進，魔事不會惹上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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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這間房子能夠存在，那就是因為柱子還很堅固。就如我們人生，我們還有生
命，因為我們還有生之身命，我們的身體還在，這是譬喻行蘊。

• 這個行蘊，在我們的身體，不斷地變化，所以，生、老、病、死，一直一直
接近老邁衰弱的時候，這都是行陰、行陰(行蘊)。也是「陰」、也是「蘊」，
還是每一天在老化了，因此才說要及時。「即一切心所有法，各種思想現象，
皆是行陰之所攝」。

• 即一切心所有法

• 各種思想現象

• 皆行陰之所攝

• 我們要知道，我們的善惡，都是在「心所法」之中。起心動念，「心所法」
就是起心動念，是我們的思想，外面接觸到的境界，那些「相」，吸入在我
們的心裡。

• 所以，在「行蘊」，我們的日常生活中，無不都是分秒一直過，我們的身體，
無不都是新陳代謝在變化。天地之間，這個境界、欲界誘引我們，我們若控
制不住，那就是隨著欲去行惡。若是佛法能夠入我們的心來，應著這個佛法
的軌道走，那就是菩薩道。

• 20150407《靜思妙蓮華》三界火宅無明為因(第538集)（法華經•譬喻品第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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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死軍，即無明六識等

•這「壞」；生死軍，那就是魔，魔要來障礙
我們也無奈，障礙不到我們；破壞魔軍，障
礙不到我們。

•所以，「生死軍，即無明六識等」，即是我
們的六識。六根、六塵、六識，我們的根對
塵，我們的意識是要起貪念，還是沒有作用，
這就要看我們自己去分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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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文解釋：

•「諸餘怨敵，皆悉摧滅」；大軍既破，餘惑
自消；譬如日出，霜露咸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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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餘怨敵，即隨情對境之惑業，賊能侵害，軍
能攻擊，由得無生忍，故能摧滅一切煩惱諸
垢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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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所以，「諸餘怨敵皆悉摧滅」。所以所有的
怨敵，這些魔完全不會靠過來。所以，「大
軍既破，餘惑自消；譬如日出，霜露咸晞」，
就全都沒有了。有霜、有露，只要陽光一出
來就都消掉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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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「餘怨敵」；這個「餘」，剩下來的怨敵，「即隨
情對境之惑業」。這個怨敵就是我們的心去緣外境，
去面對著，它起心動念，這就是迷惑。所以，「賊
能侵害」，這個賊一進來了，我們會損失。所以我
們不可讓這個賊，那個怨賊來入我們的心來。我們
自己要很注意，不可起心動念去惹來這個魔怨，所
以我們心常常要正。

• 「由得無生忍」。這叫做無生忍，前面也說過了。
心不要讓外面的境界動搖我們，這叫做無生忍。它
外面的境界起不作用，在我們的心不會生起什麼樣
的貪愛，這就是已經無生忍的功夫對了，「故能摧
滅一切煩惱諸垢也」。我們要很用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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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文解釋：

•「善男子！百千諸佛，以神通力、共守護汝」

•一切妄念，悉轉為善；是諸善念，常護一心；
名百千諸佛神通之力所共守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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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「諸善男子！百千諸佛，以神通力共守護
汝」。你安心，只要你有念心在精進，諸佛
菩薩一定，一定守護你。所以我們應該就知
道了，諸菩薩絕對守護有心精進的人，我們
要用心。時日已過，時間也過得快，我們若
沒有趕快，佛法在我們的面前，我們句句真
的就要入心；入心了、修持，叫做功德；功
德，諸佛護念。所以大家要時時多用心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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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語

•如來聖道所托，恆古長夜之間，

•菩薩悲憫眾生，業力牽絆迷思。

•悲心柔懷情切，入群扶眾牽引，

•向正道法精進，大道平坦正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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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嚴上人完整開示
請看大愛電視台或

奈普敦論壇及奈普敦智慧平台
指教電郵：jack01823@gmail.com

http://neptuner.666forum.com/t15164-topic
https://www.neptune-it.com/learn-buddha-966211/201803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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